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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8日瑞士中国建筑师和艺术家协会（SCAA）在苏黎世Helferei
文化中心举办了今年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大厅座无虚席，乌里希克先
生和SCAA主席孙慕蘭女士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对话，内容不仅涉及过去四十年
的中国当代艺术，而且把艺术还原到真实的生活中，谈到了许多希克先生本
人在中国和瑞士的经历。



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

1979 - 1989

1990 - 1999

2000 - 2012

2012 - 2019

Zhang Xiaogang  
Bloodline series 
147 x 189 cm – Oil on canvas 
1998

copyright m+ sigg collection 



孙慕蘭：十几年前在苏黎世美术馆的书店偶然读到《中国当
代艺术》，那时对于刚刚从中国来到瑞士的我而言是很困惑
的。因为在中国大家普遍认可的中国艺术指的是书法、山水
画或印章篆刻。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美与和谐占据非常重要
的地位，然而在当代艺术这里这个规则却不复存在。希克先
生，我很好奇您为何对中国当代艺术如此感兴趣而非中国传
统艺术？

乌里希克：我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但我很了
解西方当代艺术，这是一个优势。因为它有血有肉，它是活
着的。对我来说，这是西方当代艺术的本质也是中国当代艺
术的本质。传统艺术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入门的独立世界，
我后来试着理解它，也让我受益匪浅，但这完全是另一种努
力。所以，无需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便能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
世界，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当时（1979）乌里希克在辛
德勒电梯公司负责中国市场开拓和发展，因此参与到了西方大型企业
与中国第一批合资企业的筹建。百废待兴，但文革残余还是让这个瑞
士人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比方说那时的中国企业管理层谨小慎
微，上纲上线把简单的讨论延伸至重大的谈判辩论。尽管如此，对希
克来说中国是一场探险，一场拭目以待的探险。 

1979 - 1989



毛以后的中国
China after Mao, 1976-1983

Photographs by liu heung Shing



文革时期的主流艺术是社会现实主义，它担任着教育社会大众的目的。当
时的作品有固定套路，热衷表现劳动者红通通的脸庞。直至文革结束，独
立的艺术才逐渐出现。这期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艺术家可以公
开展示并讨论他们的工作。于是北京星星画会、厦门达达等众多艺术团体
纷纷出现。前者公开抗议展览禁令，并在国家美术馆的围墙外举行露天表
演（作品被禁止在国美展出）。1983年针对“精神污染”的整治运动让
这扇窗口再次关闭，所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被禁。当代艺术转入地下并继
续发展。在此十年间艺术家通过抽象绘画和初期的艺术创作让大众产生了
强烈的震惊和困惑。比如，王广义的作品“毛泽东: 红色方格2号”首度面
世便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画中盖于肖像之上的网格是将图像放大的普遍方
式，其后的毛泽东肖像图式来自文革中流行的政治宣传画范式。



 引來银河水
divert Water from the Milky Way down

Oil on Canvas, 180x310cm, 1974

© m+ sigg collection   

孙国岐
Sun guoqi
born 1942, dalian

Sun Guoqi 
Divert Water from the Milky Way 
180 x 310 cm – Oil on canvas 
1973-74

copyright m+ sigg collection 



圆明园 
Yuan Ming Yuan

Oil on Canvas, 55x70cm, 1979

© m+ sigg collection   

黄锐 
huang rui
born 1952, Beijing

Huang Rui  
Yuan Ming Yuan 
55 x 70 cm – Oil on canvas 
1979

copyright m+ sigg collection 



第二状态
the Second Situation

Oil on Canvas, each 170x132cm, 1987

© m+ sigg collection   

耿建翌 
geng Jianyi
born 1962, Zhengzhou

Geng Jianyi 
The Second Situation 
170 x 132 cm each (4 paintings) – Oil on canvas  
1987

copyright m+ sigg collection 



毛泽东: 红色方格2号 
Mao Zedong: red grid No. 2

Oil on Canvas, 147x114cm, 1988

© m+ sigg collection   

王广义 
Wang guangyi
born 1957, harbin



六走向的小转盘 
Six Small turntables

different material, 50x40x16, 1988

© m+ sigg collection   

黄永砯 
huang Yongping
born 1954, Quanzhou



孙慕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期间，您虽然在中国但并没有开
始收藏中国艺术品，是因为当时的的艺术家们的艺术尝试还带
着强烈的西方烙印，并未产生所谓的中国标识呢，还是因为您
当时还未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自身没有具备艺术品收藏的“中
国明感度”？

乌里希克：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用谦虚。我当时认为我可以判断，当
然是从西方的视角来判断。我在七十年代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深谙西
方艺术前沿。所以我很好奇，想知道这个时期的中国艺术家在干什
么。比如黄锐作品中的抽象人物，当你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你可能
会说：“还不错，但可能画的太晚了，晚了快80年”。这就是那
时候中国艺术的问题，艺术家刚从文革时期的社会现实主义艺术风
格中走出来，还不了解西方当代艺术已发展至何处，但突然间当他
们零散的获得一些西方艺术的信息以后，会为之兴奋不已。紧接着
他们做了一些“指法练习”，比如第一次自由的绘画、第一次抽象
的绘画、第一次带有表现性的绘画。这都是当时他们做的实验，有
点像在补课，但这些练习和实验在西方来说只是一个艺术学生必须
做的。所以那时候我很失望，对于一双西方眼睛来说的失望。我一
直在寻找能对世界艺术评论产生贡献的艺术，然而这些艺术尝试并
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并没有意识到的是，而且当时也并未在此留
心，这些作品即便如此，已经对中国自身的艺术发展来说，是十分
重要和有意义的。我主要是对全球语境下的艺术发展感兴趣，所以
那时候并未收藏这些作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乌里希克担任瑞士驻华大使。他把自己形容成跨界的“人体试
验”。在中国人看来，让一个熟悉中国的商人成为外交官是很明智的。乌里希克在辛德
勒公司工作期间便认识了众多重要国家领导干部。他虽然活动在上流社会，但也结识了
许多地下艺术家。他能将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领导层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不会失败的西
式投资模式。纪录一个国家的艺术发展原本应是公共机构的工作，但由于中国当时并不
具备这样的条件，希克便将纪录文革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谱系的任务交给了自己。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艺术的整体特征是玩世现实主义和深深的绝望。张晓刚是第一
位受到西方关注的艺术家。对于作品的理解因人而异，所以当看到他的“血缘－大家庭
17号 ”时，对于一个不怎么了解中国的观众来说这就是一副普通的四口之家肖像画。
但了解中国的人一定能联想到计划生育背景下家庭对男孩的偏爱，或者联想到将中国人
凝聚成一个大家庭的400个姓氏。

1990 - 1999



上海
Shanghai Memories

Photographs by Ferit Kuyas



孙慕蘭：1995年您成为瑞士驻华大使，当然您不只是普通的职业
外交家。要知道您在辛德勒公司工作时期便结识了许多国家领导干
部，与此同时您也深入去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下舞台，并开始系
统的收集当代艺术品。请问您是如何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维度（领
导阶层和地下艺术）相结合并平衡到您的生活中的呢？

乌里希克：这是个尖锐的问题。当时情况是，我组建的合资公司
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尝试，我心里很清楚，这将会是西方投资
的一个模型。所以它不能失败，也没有人会让这个尝试失败。在
此过程中我认识了许多后来升至很高级别的中国干部，比如江泽
民主席。他当时是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便是
为了服务这个合资公司，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公司。所以我和他进
行了很多的谈判，而这个经历在十五年后极大的帮助了我的工
作，因为昔日的同事成为了中国国家主席。再比如当时检查了我
所有合同条款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总经理，成为了后来的国家副总
理。担任驻华大使后我和他们又再次相遇了。从瑞士我们自己的
角度来，让我担任大使是一次人体试验，后来他们也将此称之为
半路出家。但中国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他们说：“啊你看，让
一位中国通当大使是一个多么明智的主意！”我在大使馆事务的
人际网络大大的助益了我的中国当代艺术品系统收藏工作。



无题
Untitled  

Oil on canvas, 250x180cm, 1995

© m+ sigg collection   

方力均 
Fang lijun
born 1963, handan

Fang Lijun  
Untitled  
250 x 180 cm – Oil on canvas 
1995

copyright m+ sigg collection 



哈气, 天安门 后海
Breathing, tiananmen houhai

Chromogenic colour print, 120x180cm, 1996

© m+ sigg collection   

宋冬 
Song dong
born 1966, Beijing



彩虹 
rainbow, the mask series 

 Oil on canvas, 195x215cm, 1997

© m+ sigg collection   

曾梵志 
Zeng Fanzhi
born 1964, Wuhan



血缘 - 大家庭17号 
Bloodline Series - Big Family No.17 
Oil on canvas, 149x180.5cm, 1998

© m+ sigg collection   

张晓刚
Zhang Xiaogang
born 1958, Kunming

Zhang Xiaogang  
Bloodline series 
147 x 189 cm – Oil on canvas 
1998

copyright m+ sigg collection 



杜尚回顾展在中国
duchamp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in China

Oil on Canvas, 100x100cm, 1999
© m+ sigg collection   

石心宁
Shi Xinning
born 1969, liaoning



孙慕蘭：对您来说，什么是中国和西方艺术的最大区别？作为瑞士
人您是如何跨越文化樊篱，以中国人的情感敏感度和视角来观测和
评判艺术作品的？

乌里希克：相较于传统艺术，这个“能力”对当代艺术来说也
许没那么重要。当我开始收藏的时候，我已在中国生活了15
年。另外我有一个优势：因为工作缘故我必须而且可以去中国
的任何地方，我想这在当时即使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也是不容易
的。我必须去很多地方，因为电梯在哪里都有（辛德勒是电梯
公司），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后来担任大使也一样，我们在
最贫困的地方有很多开发项目。作为一个瑞士人，我有能在别
人不能工作的地方工作的特权，所以我想我可能看到的中国比
大多数中国人还多。而就工作本身而言，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经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从工厂车间到国家治
理，方方面面都扩展了我的视野。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学习到了许多东西，您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敏感度”。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幸运，亲身体验了如此之多，受益匪浅。 



希克被认为是艾未未的伯乐。他为希克创作了一个真人大小的雕塑，展示了这个瑞士人阅
读报纸时的情形。希克不仅曾是一名经济记者，还曾是荣格集团主席。即使到今天，他依
旧每天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阅读报纸，他特别强调，自己会优先关注不感兴趣的事情。对
他而言：“所有重要的东西都会首先出现在报纸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设计，
希克将艾未未介绍给瑞士巴塞尔两位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聚。体育场馆不应成为来自
西方的异物，与中国艺术家一起，这个团队有了一个来自中国传统瓷器的形状和表面肌理
的灵感（如今称为“鸟巢”）。2005年左右，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逐步把创作重心转向
传统艺术。伴随着西方艺术的祛魅，他们开始在历史中寻找灵感。在希克看来，西方和中
国艺术范式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他将西方艺术称之为哲学意义上的白板，一块可以承载
各式各样内容的白板（TAbulA rASA）。然而中国艺术建立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学习之上，
看重的是作品自身的美与和谐。2011年开始希克策划了展览“山水”和“神秘字符”，
通过从山水画到书法艺术等形式，展示了艺术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诠释。

2000 - 2012

Ai Weiwei
Uli Sigg - Newpaper reader
Mixed Media, 108x58x72cm, 2004
© m+ sigg collection   



王广义 
Wang guangyi
born 1957, harbin

diverse Chinese Cities 
Photographs by iwan Baan



孙慕蘭：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和系统收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我相
信在每一个文化区域（不等同于地理国界），都有它自己独特烙
印的艺术品。您收集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所谓
的“中国特性” (CHineSe-neSS) 吗？

乌里希克：我选择了不同的策略，我的目标是构建中国当代艺术的
全谱系。所以我不会说：“噢这个作品有中国特性而这个没有”，
而是会关注中国艺术家在特定时间段从事的艺术创作，是否在其中
可以找到收藏的入口。我当时的想法是构建文革后中国当代艺术的
时间谱系，那时候还没有人在做这件事。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国家
机构该做的事情，然而那时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给自己
设定了这么个任务，我的藏品因此不是以我个人喜好来选择的，这
当中个人喜好必须是次要的。



公元2000年
2000 A.d.

Polyester  painted, 25 Sculptures, 186x60x46 each, 2000

© m+ sigg collection   

岳敏君 
Yue Minjun
born 1962, daqing



曹斐
Cao Fei
born 1978, guangzhou

谁的乌托邦
whose utopia

video, 21min, 2006

© m+ sigg collection   



翁奋
Weng Fen
born 1961, hainan

骑墙
On the Wall - guangzhou

Colour photo, 126x171cm, 2002

© m+ sigg collection   



 2008 Beiing Olympia

2008 Beiing Olympics
National Station “Bird’s Nest” - herzog de Meuron 



王广义 
Wang guangyi
born 1957, harbin

毛泽东: 红色方格2号 
Mao Zedong: red grid No. 2

Oil on Canvas, 147x114cm, 1988

© m+ sigg collection   

2010 Shanghai Expo
Swiss Pavillion - Buchner Bründler



王广义 
Wang guangyi
born 1957, harbin

麻将
Mahjong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from the Sigg Collection
Museum of Fine Arts, Bern/Switzerland

12.6.-16.10.2005

Kunsthalle hamburg/germany
14.09.2006-18.02.2007



王广义 
Wang guangyi
born 1957, harbin

中国私语
Chinese Whispers

recent Art from the Sigg and M+ Sigg Collections
Kunstmuseum Bern and Zentrum Paul Klee

18.2.-19.06.2016



山水
Shan Shui

Poetry without Sound? 
landscap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of Art lucerne/Switzerland
21.5.–2.10.2011



郑国谷 
Zheng guogu
born 1970, Yang Jiang 

我家是你的博物馆 
My home is your Museum 

dimensions variable –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2004

© m+ sigg collection   



刘韡
liu Wei
born 1972, Beijing

风景
it looks like a landscape 

 Colour photo, 306x612cm, 2004

© m+ sigg collection   



神秘字符
Secret Signs

Zeitgenössische Chinesische Kunst im Namen der Schrift
Sammlung Falckenberg/deichtorhallen hamburg/germany

eine Kooperation der deichtorhallen mit der Sammlung Sigg 
und dem M+, hong Kong

8.11.2014-8.11.2015



薛松
Xue Song
born 1965, Anhui

毛
Shape (Black Mao)

Oil on Canvas, 120x100cm, 1996

© m+ sigg collection   



家谱
Family tree 

Colour photo, each 127x102cm, 2000

© m+ sigg collection   

张洹 
Zhang huan
born 1965, Anyang



孙慕蘭：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甚至包括当代中国建筑设计） 
的各种对中国传统艺术解读的尝试，是试图在当代与传统之间
建立一种对话，抑或这种做法只是在借用传统符号，以此引起
西方关注？

乌里希克：这些情况都有，比如第一代到西方发展的中国艺术家就曾被他们留在国内的同行诟病玩弄中国牌。这些艺术品总是与许多
的中国传统符号相关，当然它们看起来也十分的中国。这在九十年代的西方确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策略。我也经常与这些艺术家交
谈，他们会这样解释：“我在中国呆了第一个25到30年，我接受了那里的教育，这就是我的世界观。你指望我一到了西方便忘却这
一切吗？它与我如影随形，出现在我的作品中也是很自然的。”所以这种策略本身是说得通的，但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因人而异了。建
筑设计领域也有类似的窘境，中国当代艺术家或建筑师的确面临着您刚勾勒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主流艺
术，同时也有来自完全不同地方生长出来的本土艺术。九十年代已经懂得并找到自己艺术语言的中国艺术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这
两股潮流（世界主流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融汇起来了。所以这时候艺术家和建筑师的问题便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表
达？”我想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觉得自己深根的文化土壤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这在西方是没有的。在那里寻找（不只是复
制，而是运用自己的语言）并运用好它，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了。有人会有意识的做这件事，有人可能无意识的在做，也有人
完全不这么做，因为他们想融入世界主流艺术而不想被贴上中国的标签，不想仅仅是因为拥有中国护照而受到关注（相比于建筑设计
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



乌里希克从一开始，便希望有一天要把所有的收藏都归还给中国。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必须为藏品寻找一个展览场地。在中国大陆寻找失败后，香港终于浮上眼
前。这座城市举办了M＋美术馆建筑竞赛，凑巧的是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
再次赢得了竞标。然而美术馆对于展览内容却毫无头绪，眼看2019年这座1.7万
平方米的美术馆即将建好，但场馆却空空如也。幸运的是希克最终把中国当代艺
术中最重要的近1500件藏品赠送给了美术馆 (47件卖品），从而使M＋美术馆瞬
间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高地。 

通过创立中国当代艺术奖和独立的艺术评论奖，希克致力于建立中国当代艺术运
行体系。中国当代艺术也因此在全球艺术讨论中获得了自己的平台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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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正如我们从希克的收藏中所看到的，正是中国当代历史的独特
见证。随着中国社会近40年的改革、变革和转型，中国当代艺术毫无保留的真
实的反映了这一事实。 

那么对乌里希克来说什么才是好的艺术呢？一件艺术品应该有给观众带来惊喜
的能力，能把他带去一个平时自己不会到的地方。就像乌里希克说的那样：“
艺术对我来说就是在自己的脑海中远行。”

乌里希克，一个永不疲倦的远足者和永不停歇的先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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